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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華大學 108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三次行政會議紀錄 

壹、 會議時間：108年 10月 21日（星期一）下午 3:00 

貳、 開會地點：成均館三樓會議室 

參、 出席人員：如簽到單 

肆、 主席：吳萬益副校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紀錄：蔡佳靜 

伍、 主席致詞： 

因校長今天校外有行程，本次會議由本人代為主持。 

陸、 上次會議(108年 9月 23日)決議事項： 

序號 上次會議提案及決議 執行情形 

1 
通過「南華大學民族音樂學系緣起

樓舞蹈專業教室管理要點」新訂案。 

民族音樂學系： 

已於10月8日公告於民族音樂學系網頁。 

2 
通過「南華大學學生實習辦法」修

正案。 

產學合作及職涯發展處： 

已於10月15日公告於產職處網頁。 

3 
通過「南華大學專任教師精進與創

新教學研究獎勵要點」新訂案。 

教務處： 

1.已於10月14日公告於深耕辦公室及教務處

網頁。 

2.本業務由深耕辦公室承辦，已於9月24-25

日於深耕及教務處活動網頁公告，並鼓勵教

師提出申請。 

4 
通過「南華大學學術委員會設置辦

法」修正案。 

校務及研究發展處： 

已於10月12日公告於研發處網頁。 

5 
通過「南華大學專任教師研究獎勵

申請辦法」修正案。 
校務及研究發展處： 

已於 10月 12日公告於研發處網頁。 

6 
通過「南華大學大學社會責任實踐

計畫總辦公室設置要點」新訂案。 

校務及研究發展處： 

已於10月12日公告於研發處網頁。 

7 
通過「南華大學數位學習教材與課

程製作補助要點」修正案。 

教學發展中心： 

已於10月9日公告於教發中心網頁 

8 
通過「南華大學秘書室公關禮品申

請領用管理作業要點」新訂案。 

秘書室： 

已於10月14日公告於秘書室網頁。 

9 
通過「南華大學境外生招生委員會

設置辦法」修正案。 

國際及兩岸學院： 

已於10月18日公告於國際及兩岸學院網頁。 

10 
通過「南華大學境外專班招生規定」

新訂案。 

國際及兩岸學院： 

已於10月18日公告於國際及兩岸學院網頁。 

 

決議：准予備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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柒、提案討論：無 

捌、各單位重點業務報告(略) 

玖、臨時動議：無 

壹拾、主席結論： 

一、請會計室再確認各系所繳費情形，並準備近 3年實際繳費率予董事

會參閱。 

二、請國際學院協助了解外籍生繳費之情形；各系尚未繳費之學生，亦

請各系協助處理。 

三、目前本校對於外籍生之華語學習，著重在大學部學生，碩士班部分

較不足，請國際學院再召開會議與相關單位討論。 

四、圖書借閱率為各院分配圖書經費的依據之一，請各院多加注意。 

五、請資訊中心研議有關各單位新舊網頁資料移轉之方便性。 

六、請教務處研議如何改善學生在大四畢業前與畢業後，班排名因班級

畢業學生數不同(例如有同學延畢等)導致排名不一之事宜。 

壹拾壹、散會：(16:46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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